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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高铁建设项目 2011年跟踪审计结果解读

审计署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司
司长徐爱生 3 月 19 日向媒体表
示，京沪高铁建设中存在一些问
题，在建设资金使用方面，主要是
个别分项目投资控制不严、财务管
理不严格、虚开或伪造发票入账以
及沿线施工企业拖欠材料款和工
程劳务款等。

京沪高铁已建成通车，审计
署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京沪高速
铁路建设项目 2011 年跟踪审计结

果。徐爱生强调，铁路建设项目关
系国计民生且投资额巨大，审计署
历来高度关注。在京沪高铁项目跟
踪审计结束后，审计署仍将继续关
注铁路项目建设，将适时选择重大
铁路建设项目进行审计。

徐爱生指出，三年的跟踪审
计结果表明，京沪高铁建设存在
一些问题。在工程建设管理方面，
主要是个别工程管理、监理不到
位；在建设资金使用方面，主要是

个别分项目投资控制不严、财务
管理不严格、虚开或伪造发票入
账以及沿线施工企业拖欠材料款
和工程劳务款等；在招投标和物
资采购管理方面，主要是土建施
工和个别物资采购招投标管理不
规范；在环境保护和征地拆迁等
方面，主要是个别环保措施落实
不到位，沿线个别基层单位套取、
截留、挪用征地拆迁资金等。

对于这些问题，审计署在三

次公告中均已予以披露。
徐爱生称，为进一步规范铁路

建设项目管理和建设资金使用，保
障这条中国历史上一次建设里程
最长、投资最大、标准最高的高速
铁路顺利建成，充分发挥审计的
“免疫系统”功能，2009 年至 2011
年审计署连续三年对京沪高铁建
设项目进行了全过程跟踪审计。

三年来，审计署每年平均投入
100多名审计人员、100多天的现场

审计时间。目前，京沪高铁已建成
通车，跟踪审计的阶段性目标基本
完成。

徐爱生提到，审计的重点内
容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督
促整改以前年度跟踪审计查出的
问题，促进有关部门完善相关制
度，加强各项管理；二是注重揭示
和查处工程建设、资金使用、招投
标和物资采购、环境保护和征地
拆迁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保

障工程建设顺利推进；三是关注
京沪高铁工程质量管理制度的建
立和执行情况，促进加强工程质
量管理。

徐爱生指出，每次跟踪审计
后，铁道部、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
限公司、各参建单位以及沿线地
方政府都能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积极整改存在的问题，三年跟踪
审计发现的问题，目前已基本整
改到位。

京沪高铁审计曝出四大问题
音物资采购招投标管理不规范，涉及金额 8.49亿元
音工程管理、监理不到位，造成 4.13亿元物资闲置
音分项目投资控制不严，合计欠付 82.51亿元
音沿线单位套取、截留、挪用征地拆迁资金 4.91亿元

土建施工和个别物资采购招投标不规范。
一是京沪高铁全线土建施工招标未认真执行
有关招投标法规的时限规定。铁道部 2007年
12月在京沪高铁全线土建 1至 6标招标中，将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获取时间由规定的不得
少于 5个工作日，缩短至 13小时；将资格预审
申请文件从获取到递交时间由规定的一般不
少于 7天，缩短至不到 24小时。二是个别物资
采购未按规定招标或招标评标不规范，涉及金

额 8.49亿元。如京沪公司自 2009年 10月起，
未经招标采购滑动层材料 71.80万平方米，涉
及金额 2833.73万元；在 2010年 3月公开招标
后，京沪公司继续以应急采购的方式从未中标
企业采购 130.35万平方米，涉及金额 4952.51
万元，且有 86.2万平方米的供应单价高于中标
企业的单价，合计高出 391.80万元。京沪公司
2009年 8月在桥面防水材料招标中，未按招
标文件要求评价企业最大履约能力，将 12个

物资包件授予了 10家供货商，合同金额 6.98
亿元，不符合招标文件有关按照最经济原则确
定中标人的要求。

对于上述问题，铁道部表示，在今后的工
程建设和物资采购招标投标工作中将严格做
到依法合规，并出台了《铁路建设工程施工招
标投标实施细则》和《铁路工程施工招标标段
抽签规则》，以完善相关制度，加强铁路建设招
投标管理。

铁道部和京沪公司按照“精心组
织、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精心管理”
的要求，组织各参建单位做好征地拆
迁、施工组织、工期质量控制和科技
创新等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全线建设
任务。

一是铁道部、京沪公司及各参建
单位积极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截至
2011年 9月底，2010年度审计查出的
问题已基本整改到位。通过整改，项
目在资金管理、施工安全、工程质量
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得到加强。

二是工程建设管理整体有效。京
沪公司不断完善建设、资金管理制
度，优化操作流程，结合施工进度及
时优化资金预算，提高资金的使用效
率，有效保障工程建设需要。施工现
场安全质量管理总体可控，物资材料
采购、供应整体到位，工程环保、水土
保持措施基本有效。

三是工程施工科技创新力度较
大。京沪高铁在引进、消化和吸收国
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积极总结和应

用其他客运专线技术成果，大力开展
自主研发和创新，在深水大跨桥梁建
造技术、深厚松软土地基沉降控制技
术、无砟轨道制造和铺设技术等重大
课题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并迅速运
用于工程实践，有效提高了施工效
率。

四是工程建设进展顺利，社会效
益开始显现。自开工以来，参建各方
克服各种困难，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至 2011年 6月 30 日开通试运营，项
目实际工期为 42 个月。截至 10 月
底，京沪高铁累计开行列车 18169
列，发送旅客 1734万人，实现客票收
入 51.24亿元。京沪高铁的投入运行，
压缩了沿线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扩充
了北京至上海铁路客运能力，大大改
善了沿线旅客的出行条件，已显现出
较好的社会效益。

但审计也发现，京沪高铁建设还
存在土建施工和个别物资采购招投
标管理不规范、个别工程管理不到位
等问题。

京沪高铁是我国“四纵四横”铁路快速客
运网的骨干线路，途经北京、天津、河北、山
东、安徽、江苏、上海 4 省 3 市，全长 1318 公
里，设天津西站、济南西站、南京南站、上海虹
桥站等 24个车站，初步设计概算 2176亿元，
其中：征地拆迁和站房、工程施工及其他投资
1638 亿元，动车采购、建设期利息和铺底流
动资金 538亿元。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京沪公司）是项目建设单位，沿
线各省市地方政府负责本省市境内征地拆迁
工作，征地拆迁费用作价入股。

截至 2011 年 6 月底，除个别不影响运
营的附属配套工程外，京沪高铁全部工程已
完工，初步确认实际完成投资 1962.66 亿元
（不含铁道部另行采购动车费用、建设期利
息和铺底流动资金）。目前，还有部分设计变
更、人工和材料价差等投资增加情况尚未确
认，京沪高铁项目总投资需待竣工决算后最
终确定。

基本情况

审计评价

四大问题及整改情况

京沪高铁沿线施工企业拖欠材料
款、工程劳务款等款项。审计对京沪高铁
沿线施工企业欠单户材料供应商 100 万
元以上、欠单户施工队 30 万元以上的欠
款情况进行核查发现，由于京沪高铁概

算清理尚未完成，部分施工企业资金周转
困难等原因，截至 2011 年 5 月底，京沪高
铁土建、站房工程等施工企业欠付 656 家
材料供应商材料款 58.79 亿元，欠付 1471
家施工队工程劳务款 23.72 亿元，合计

82.51亿元。
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京沪公司已加

快概算清理，积极筹措资金，协调解决施工
企业资金周转困难问题，并督促施工企业
加快支付拖欠款。

沿线个别地方基层单位套取、截留、挪
用征地拆迁资金 4.91亿元。一是南京江宁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江宁开
发区管委会）2008年 10月使用虚假资料，以
南京市汉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申
请征地补偿款 1.40亿元。截至 2011年 6月
底，江宁开发区管委会已套取补偿款 4000

万元。二是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西北斜村
2008年 10月多列办公楼拆迁面积，多计拆
迁补偿资金 143.10万元。三是天津市北辰区
2008年在京沪高铁征地拆迁中，截留拆迁补
偿资金 3.40亿元；天津市北辰区青光镇人民
政府 2011 年 4 月挪用京沪高铁拆迁资金
910.20万元，用于增设声屏障。

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相关地方政府高
度重视，积极组织力量进行调查处理。截至
目前，天津市西青区和北辰区已分别将多计
和挪用的征地拆迁资金如数扣回；对于江苏
省江宁开发区管委会和天津市北辰区套取、
截留征地拆迁资金的问题，相关地方政府正
在组织专门力量进行调查处理。

个别工程管理不到位。一是京沪高铁取消
了部分路段风屏障，造成 4.13亿元物资闲置。
2011年 3月，京沪公司根据京沪高铁运行时
速的调整，取消了正在施工的 177.73公里风
屏障，采用极端大风时段局部路段限速的方式
保障行车安全，导致已采购的价值 4.13亿元的
近 15万延米风屏障闲置。二是京沪高铁北京

段李营牵引变电站备用电源电缆线路工程截
至 2011年 10月底尚未完工。李营站只有一路
电源供电，不符合电气化铁路牵引变电站应由
两路电源供电的规定，降低了该区段牵引供电
的可靠性。

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铁道部、京沪公司
提出，京沪高铁全线已设置风监测设备系统，

将按照有关规定，做好风速监测，根据风速监
测结果采取相应限速措施，以保障列车运行
安全，并计划将闲置的风屏障材料统筹调配
至其他客运专线铁路使用；李营变电站电缆
工程加快了施工进度，备用电源电缆线路已
于 2011年 12月 15日完工并开始送电，达到
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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